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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2025年建成覆盖全域的中医治未病、康复服务体系

中医治未病分中心、康复分中心遴选启动

清华在津录取76人

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录取结果可查

今起填报征询志愿

截至7月21日14时

我市新增划定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区3个低风险区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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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生态城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获批
全域20平方公里 首批3条测试道路

如何正确使用燃气
能源集团发布夏季安全用气提示

7月20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4例阳性感染者

首家房地产综合服务中心开业

本报讯（记者 徐杨）日前从市卫生健康
委获悉，我市面向二级以上公立中医、中西
医结合医院启动遴选建设中医治未病分中
心、中医康复分中心，提升中医治未病服务
能力，扩大中医康复服务范围，满足市民预
防保健服务需求及中医药康复服务需求。

我市2025年将建成以市中医治未病
中心（中医一附院）为龙头，二级及以上中
医医院中医治未病科为骨干，基层医疗机
构为基础，综合医院中医科为补充的覆盖

全域的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通过遴选
建设一批以中医治未病为特色的中医治
未病分中心，将发挥分中心对区级中医治
未病工作的引领示范作用，夯实我市三级
中医治未病医疗服务体系。据介绍，中医
治未病分中心将发挥中医治未病特色优
势做好自身发展建设，推广中医治未病健
康评估、干预等诊疗技术。二级及以上中
医医院将加强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提
供6种以上中医治未病干预技术；三级中

医医院中医治未病服务将与健康体检服务
相结合，并具备与其医院规模和科室功能相
适应的诊疗场所。

我市力争到2025年建成以市中医康复中
心（中医二附院）为龙头，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
康复（医学）科和康复医院为骨干，综合医院康
复（医学）科为补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
的全面覆盖的中医药康复服务体系。通过成
立康复中心、遴选康复分中心、推广基层康复
技术，辐射培训家医团队系统布局，形成中医

康复中心、中医康复分中心拥有康复（医学）科，
基层国医堂提供康复治疗，家医团队做好康复
技术上门服务的分级诊疗中医药康复服务体
系。中医康复分中心作为三级中医康复医疗
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将开展2个以上方向、每
个方向至少2种疾病的康复服务，开展3种以
上中医康复技术。到2025年，二级及以上中医
医院将全部设置康复（医学）科，三级中医医院
康复科编制床位数不少于30张，鼓励有条件的
二级中医医院开设康复科病房。

地铁10号线

一期工程，北起屿

东城站、南至于台

站，全长约21公里，

共设21座车站，是

天津中心城区的东

南大动脉。因途经

丽江道、珠江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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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等功能组团，地

铁10号线也被誉为

“生态宜居线”。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散
风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有关
规定，经专家组综合研判，截至7月21日
14时，我市新增划定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
区3个、低风险区4个。

自7月2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泓
沪园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为高风
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河西区陈塘庄街
世芳园3号楼，东海街华江里1号楼、2号
楼、6号楼、22号楼、23号楼、24号楼为高风
险区。

自7月21日起，划定南开区长虹街武
乡里4、5号楼为高风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泓

沪园除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以外区
域为中风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河西区陈塘庄街世
芳园、东海街华江里上述高风险区之外的其
他楼门为中风险区。

自7月21日起，划定南开区长虹街武乡
里1、2、3号楼为中风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北至
浯水道、南至南兴道、东至景盛路、西至微山
路的围合区域及万科仕林苑小区为参照防
范区管理的低风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除高、
中风险区及参照防范区管理的低风险区以
外区域为低风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河西区北至大沽南
路，南至浯水道、渌水道、泗水道沿线，西至
微山路、鄱阳路沿线，东至双林引水河、艺林

路沿线的合围区域为参照防范区管理的低风
险区。

自7月20日起，划定河西区东海街除华
江二委社区外的区域为低风险区。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夏季是燃气安
全事故的高发期。昨天，能源集团津燃华
润公司发布安全用气提示。

市民在使用燃气过程中，须保持室内
通风，长时间不用气需关闭表前阀门；装有
燃气设施的厨房不能改成卧室和浴室，厨
房内严禁出现双火源；燃气管道不能作为
接地导线，燃气设施周围不能存放易燃易
爆、强磁、化学物品。应使用带有熄火保护
装置的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要装在通风
良好的非居住房间、过道或阳台上，加装烟
道并通向室外；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

市民需及时更换超期燃气器具，天然
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是8年。燃
气器具和燃气管道应用长寿命专用燃具连
接软管连接，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
地面，长度不得超过2米且不应有接头，应
经常检查软管两端连接是否紧固、严密。

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表前阀门，开窗
通风，勿动明火，勿开关电器，并到户外拨打
报修电话，等待工作人员上门维修。

严禁擅自安装、改装、迁移、拆除户内
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不能擅自开关
燃气主管道公共阀门；不能占压燃气设施，
不要在燃气管线、调压站、调压柜、闸井等
处盖建筑物或堆放杂物。用户需积极配合
燃气入户安全检查，查出隐患立即整改。

安全用气提示提供了自查户内燃气
泄漏方法：1.闻味法：为保证用气安全，天
然气中添加了臭味剂，一旦发生漏气会闻
到臭鸡蛋味；2.肥皂水刷试法：即用肥皂水
涂抹到胶管和管道及灶具连接管接口等
处，如果漏气会有气泡出现。特别提醒居
民，自查时千万不能用明火查漏。

用户在使用燃气过程中遇到问题，可
拨打能源集团津燃华润公司24小时客服
热线96677/23006777咨询。

本报讯 截至2022年7月21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347件，其中：滨
海新区2610件，和平区414件，河东区827件，河西区825件，南
开区950件，河北区652件，红桥区340件，东丽区735件，西青
区870件，津南区931件，北辰区1034件，武清区864件，宝坻区
934件，宁河区634件，静海区965件，蓟州区707件，海河教育
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
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
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
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新
天津生态城管委会获悉，生态城智能网联
汽车测试道路实施方案正式获批。方案
中规划生态城全域约20平方公里建成区
作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区域，先期建
设中天大道、中泰大道等全长16.6公里测
试道路，依托居民社区、产业园区、活力商

区、旅游景区等城市功能载体，拓展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应用场景。

首批测试道路分为3条线路，集中在中
泰大道以南、南堤滨海公园以北、中新大道
以东、国家海洋博物馆以西的区域。其中，
第1条线路连接智慧中心与图书档案馆，为
现有智能熊猫公交车V2X（车辆的无线通

信）道路升级；第2条线路由信息园连通第四
社区中心、季景天地，连接产业园和商圈，可
为测试企业提供潮汐性人员流动的城市出行
测试场景；第3条线路由国家海洋博物馆连
接东堤公园、妈祖文化园，旨在开辟临海旅游
自动驾驶路线，为测试企业提供季节性人员
流动的旅游景点摆渡、体验场景。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获悉，7月20日0时至24时，市疾控部门报
告14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
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
市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录取工作基
本结束。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592所院校2150个专业组
共计录取新生31960余人。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院校网
站、招考资讯网等多种途径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院
校的录取结果。预计7月26日左右，考生可以查询艺术类、
体育类以及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征询志愿的录取结果。
7月29日左右，考生可以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B阶段院校的
录取结果。

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是我市普通高考各批次中录取
人数最多的阶段，招生院校档案充足率100%，生源分布较为
均衡。

根据我市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
段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尚有36个院校专业组48个余缺计划
需经征询进行录取。艺术类本科招生院校尚有19个院校专
业组83个余缺计划，体育类本科招生院校尚有2个院校专业
组2个余缺计划，与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同时进行征询。

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征询志愿填报资格分数线为
463分。艺术类本科批次征询志愿的填报文化控制线为324
分。体育类本科批次征询志愿的填报文化控制线为432分。
报考艺术类本科校考阶段院校的考生须参加招生院校组织
的专业考试且成绩合格，报考艺术类统考阶段院校的考生须
参加有关类别市级统考且成绩合格，报考体育类统考阶段院
校的考生须参加市级统考且成绩合格。

符合填报资格的考生须在22日9时至23日17时进行填
报，逾期不再补报。考生填报志愿后，需点击“导出志愿表”
保存本人志愿信息。

本报讯（记者 姜凝）7月21日，清华大学今年在津录取通
知书全部发出，今年清华在津共录取各类考生76人。

据清华大学天津招生组介绍，按选考科目统计，清华今年
的不限组、物理组、物化组的分数线分别为713分、710分和
708分。此次清华在原订38人招生计划基础上，在津投放10
个机动名额，统招批次比原订计划增招近四分之一，并在津录
取强基计划考生26人、提前批定向专业1人、外国语学校保送
生1人，合计录取各类考生76人。清华在津录取的专业志愿
满足率也再创新高。统招考生中92%录取在第一志愿专业，
电子信息、计算机、经济管理与金融、医学等专业分别扩招到
5至11人，今年新成立的为先书院扩招至4人。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日，河东区嘉盛集团房产交易
服务中心开业。作为我市首家综合性房产交易中心，该中心
的成立将为全市市民提供企业产置换业务、二手房居间及代
理业务、不动产便民网点、顾问咨询、房产评估、公证、银行信
贷、典当拍卖等服务，实现房产“一站式”全步骤闭环交易。
“我们要通过一站式服务，为群众提供即办、帮办、代办、

协办、联办等多项业务，打造阳光透明、方便快捷的示范服务
平台。”嘉盛集团董事长郭春海说。

下图为昨日投用的市内首家房地产综合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刘泽瑞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

冬）今天，第二期“津乐
购”消费券上午11时“开
抢”。记者从市商务局
了解到，此次发放的消
费券共3.5万张，比首期增加1万张，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App中“616海河国际消费季”活
动专区参与“秒杀”（每张消费券需支付0.1元，到期未使用自
动原路退回）。

目前，首期消费券正在核销中，截至7月20日24时，已经
拉动消费超过1200万元，撬动比例达1:10。“津乐购”消费券
发放活动将持续至9月16日，每周五上午11时开启。

首期已拉动消费超1200万元
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开抢”

地铁10号线 车站什么样
——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年内开通初期运营，目前线路已开始
空载试运行，各车站的装修进入冲刺阶段。昨天，记者先后到10
号线的标准站和特色站，带你提前一探究竟。

江湾二支路站
——特色站简约清新有颜值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西青区的江湾二支路站。作为10号线特色站之
一，站厅装修风格和标准站大不相同：时尚简约的白色为主，搭配勾勒明黄
色线段，活力感十足。

除了清新的颜色，江湾二支路站在空间设计上颇具心思。车站结
构通过两根立柱将空间分为三部分，车站吊顶则采用弧形方通的形式，
内部空间体现出流线型美感。“公共座椅也将采用流线型设计，与空间
整体弧线形态高度契合。”地铁集团生产工程师杨卓平透露。

在江湾二支路站的站厅层，一幅名为《梅江春月》的壁画彰显清新、
活力的风格。它提取了梅江公园的景色元素，通过多层次钢板浮雕，将
城市建筑剪影、绿色生态环境、惬意的生活人群融入长卷。

新闻
背景

万山道站
——标准站古朴淡雅有气质

记者首先来到东丽区万山道与沙柳南路交口的万山道站。
万山道站作为标准的岛式车站之一，最能体现10号线的设计理

念和设计风格。
走进车站，一股古朴、淡雅之风迎面而来。
“站厅层装修整体以灰色、白色、木色为主色调，让空间整体清新简

约。”顺着地铁集团生产工程师丁宇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车站吊顶提取
了“华北第一宅”——石家大院的“人”字形屋脊元素。“我们对天花方通进
行木纹转印，呈现出传统民宅木质屋脊的独特质感，同时把吊顶的最高处
与地面的距离增加至近5米，不仅有效利用了车站的空间，更表达了‘以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江湾二支路站《梅江春月》壁画。本报通讯员 刘金波 摄

江湾二支路站站厅层。本报记者 胡萌伟 摄万山道站站厅层。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